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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草案）》明确，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促
进全民阅读工作纳入本级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将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
预算，将全民阅读设施建设
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将全面
阅读纳入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和文明创建考
核体系。

如何更好推进全民阅
读？《决定（草案）》明确设立
全民阅读资金，用于组织开
展重大阅读活动、购买全民
阅读公共服务、支持优秀读
物出版、扶持开展阅读推广
活动和加强公共阅读设施
建设等。鼓励和支持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全民阅
读给予捐赠，依法享受税收
优惠政策。

《决定（草案）》提出，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以标准化公共图书馆为主
体的公益阅读场所建设，
为城乡居民提供阅读服
务。加大对实体书店扶持
力度，鼓励实体书店积极
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开展
多种形式全民阅读活动。
另外，鼓励国家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内部
设立阅读室公共书架或其
他阅读设施，并根据自身
需要和特点，组织开展全
民阅读活动。鼓励和支持
机场、车站等交通枢纽和
银行营业网点、商场医院、
宾馆等公共场所设立书
架、报刊栏、电子阅读屏、
微型图书馆、自助阅读设
施等，提供阅读服务。

3月 28日上午，郑州慈
善总会举行第四届会员代
表大会，回顾郑州慈善总会
6年取得的丰硕“善果”，谋
划今后5年郑州慈善工作新
蓝图。

会议审议通过了《郑州
慈善总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

报告》《郑州慈善总会第三届
监事会工作报告》《郑州慈善
总会第三届理事会财务工作
报告》和《郑州慈善总会章程
（修订草案）》《郑州慈善总会
监事会章程（修订草案）》，选
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监事
会成员和新一届的领导班子。

市总工会启动
职工大病互助保障活动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昨日记
者获悉，郑州市总工会决定在全市
开展“普惠重疾·惠享幸福”职工互
助保障活动，依托工会会员卡，增加
“在职职工重大疾病互助保障”，市
总工会对参保费用实行补贴。

普惠重疾保障活动参保费用每
人 25元，保障年限一年，每人限购
一份，保障重疾病种依据中国职工
保险互助会《在职职工普惠重大疾
病互助保障活动（一年期）实施细
则》中列明的 35种重大疾病，保障
额度10000元。

凡身体健康，能够正常参加所
在单位工作，年龄在 18周岁至法
定退休年龄的郑州市工会会员均
可参加。

市总工会将对每名参加普惠重
疾保障活动并激活使用郑州市工会
会员卡的会员补贴10元，补贴通过
郑州银行直接发放到郑州市工会会
员卡中。

本次补贴活动计划开展 3年，
2019年度补贴名额60万名，2020年
度补贴名额80万名，2021年度补贴
名额100万名。

做好新社会阶层
统战工作
我市再增3个示范点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记者
昨日从市委统战部获悉，我市二七
区“瑞光创意工厂”、管城回族区
“兴达·同心楼宇”、新郑市“锐星
空·电子商务创新创业综合体”等3
个示范点获批全国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第三
批重点项目。

截至目前，加上 2017年、2018
年获批的中原网络达人联谊会、河
南街舞联盟、良库工舍·同心园区，
全市共有6个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重点项
目示范点。

“红色文艺轻骑兵”
送文化到基层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带着
快乐、带着祝福，昨日下午，郑州市
总工会组织职工“红色文艺轻骑
兵”，走进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
司，10个精心编排的节目为广大职
工带去欢乐。

市总工会自2018年以来，陆续
组织开展了多场职工“红色文艺轻
骑兵”进基层系列文化活动，深受
职工群众的喜爱和参与。

今年，市总工会将组织各级
工会开展“中国梦·劳动美·工会
情 郑州工会千场演出送基层”
活动，丰富基层职工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

我省推进全民阅读打造书香中原

支持车站商场设书架报刊栏

《决定（草案）》明确提出打
造“书香中原”全民阅读品牌，要
求主管部门在每年“世界读书
日”及其他重要节庆日期间组织
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使“书香中
原”品牌建设进一步具体化、可
操作化，把我省促进全民阅读工
作真正落到实处。

《决定（草案）》要求，国家机
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应当
开展系列读书活动，大力推进全
民阅读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
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军
营，使阅读活动真正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同时，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和工会、共青团、
妇联以及科协、文联、残联等相
关群众团体应当以“书香中原”
为引领，开展“书香之家”“书香
之乡（镇、街道）”“书香校园”“书
香企业”“书香机关”等活动。

根据《决定（草案）》，各级人
民政府应高度重视培养未成年
人的阅读能力和习惯，建立家
庭、学校与社会相结合的促进
全民阅读工作机制图书馆、文
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
馆、基层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和
未成年人文化活动场所等场
馆，根据未成年人特点营造未
成年人阅读环境，开展阅读指
导培训。

另外，建立阅读推广人队
伍，鼓励和支持教师、公务员、大
学生、新闻出版工作者、离退休
人员等作为志愿者加入阅读推
广人队伍，组织开展面向各类读
者群体的专业阅读辅导和推广
服务。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
相关专家评选推荐面向不同读
者群体的优秀出版物，并优先纳
入各类全民阅读采购计划。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3月28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听取关于《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促进全民阅读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其中明确，河南将大力推进全民阅读打造书香中原，鼓励和支持车
站商场等设书架、报刊栏等，在全社会营造更好的阅读氛围和环境。

支持车站等公共场所设书架、报刊栏 打造“书香中原”全民阅读品牌

未来5年郑州慈善将重点做好5件事
今年努力实现慈善募捐3亿元，全民参与慈善活动达85%

本报讯（记者 裴蕾 ）慈心为人，善举济世。近6年
来，郑州慈善总会市本级共募集善款4.3亿元，支出救助
资金共3.5亿元，惠及全市各类困难群体280万人次。
郑州慈善，让爱满绿城。

会议报告数据显示，6
年来，在郑州慈善总会的助
推下，郑州结下了累累“善
果”：6年来，郑州慈善总会
市本级共募集善款 4.3 亿
元，慈善项目、慈善基金、精
准扶贫、SOS紧急救助共支
出 3.5亿元，救助各类困难
群体 280万人次。6年来，
“中国慈善联合会人才培养
基地”落户郑州，助力全国
慈善行业人才队伍建设。
我市获多个“中华慈善奖”、
“中国政府推动奖”、全国
“七星级慈善城市”、“5A级
社会组织”、“全国敬老文明
号”、“全省先进基层党组

织”、“省级文明单位”等荣
誉称号。

根据安排，今后 5年郑
州慈善工作将重点做好5件
事儿，其中在 2019年，努力
实现“慈善募捐3个亿，受助
群众50万人次，建设一个慈
善文化苑，全民参与慈善活
动达85%”的宏伟目标，推进
新时代慈善事业新发展，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慈善事
业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会议还发布了《郑州
慈 善 总 会 会 员 自 律 公
约》，规范郑州慈善总会
会员单位和个人的慈善
行为。

6年来募集善款4.3亿元
支出3.5亿元

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领导班子

今后5年郑州慈善
重点做好这五件事

1 2019 年 至 2023
年 全 市 捐 赠 总 额 超 15
亿元，惠及困难群众超
500万人次；发展志愿者
超 50 万人；慈善活动数
额 年 均 增 长 率 达 到
10%；信息公开达标率
实现100%。

2以中国慈善联合
会“中国城市公益慈善指
数”为基本遵循和基本依
据，到2023年，全市慈善
城 市 创 建 达 标 率 达 到
80%。

3各县（市）区、开发

区在辖区公共场所、旅游
观光景点等地方至少打
造 1 个慈善文化园、慈
善广场或其他慈善地标。

4市、县(市、区)、乡
（镇办）、村（社区）四级慈
善网络全覆盖。

5开展十百千万工
程，即评选十大时代慈善
楷模、百名慈善标兵（企
业和个人）、千名慈善之
星、万户慈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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